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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存在吗？

科学能证明神的存在吗？
生命起源于何处？

我们能否知悉神是否拥有心智？

让我们直面这一问题！相信神的存在是一种理智的行为吗？是否神只是一个
神话——是无知迷信之人虚构出来的？如今许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我质疑神的存在

和我——也希望和读者一起——我想知道！我想确定！我质疑神的存在！我
也质疑进化论，这一与之完全相悖的信条。我并不想反驳任何一种观点。我只是
分别站在这两个问题的两边就其论据作出细致的调查与研究。因为这一问题是获
得一切知识的起点，是理解之基！

自从 46 年前就此问题所作的深入研究以来，我的思想中不含有任何偏见。
我看到了真理，无论它是否是我所信奉的样子。

物种起源有两种可能性——创世者，即神，的特创论和进化论。接受进化论
的信条成为一种明智且随行就市之举。在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也都广泛接受这一
理论。甚至一些主张基督教义的派系也都被动地接受了它。

尽管为数不多，但到此为止，仍有一些科学家，教育学者和原教旨主义宗教
团体以及那些犹太教徒们还都相信神的存在。

不要猜测——要懂得！

尽管如此，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多少有些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他们至少都在
猜测上帝是存在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们从小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他们
所在的或所处的圈子中都认同上帝的存在。但是很少有人去证明它的真实性。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可能大多数被动接受进化论思想的人也是因为受到
大学教育之故。进化论是种学术潮流。而与之相悖的特创论却没能登上学术殿堂。
人们可能从不去验证它的正确性。许多该理论的支持者常常运用心理学伎俩让人
们认为接受进化论是学术的象征，而反对该理论就是无知与低能的表现。

一切情况都表明人的信仰通常是来源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或他们所在的社
会环境所接受的信念。人需要归属感！他们的言行都与自己的群族相一致。他们
所信奉的通常是他们很少关注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无需验证或证明的事情！

当然，我也很知道人们通常只相信他们愿意接受的事情。很多情况下，人是
可以随意拒绝接受其所处社会或地理环境下的信仰的。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多数
彻头彻尾的进化论者之所以接受该理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神。

正如被称为神的话语的书中所言：“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
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罗马书 8：7)。世界上的一切事实，积极的证
据，合理的理由和明证都无法引导人接受他所怀有偏见的事物。因为偏见是人们
通向真理之门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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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证据！

在就事实取证的过程中，我被迫意识到进化论是无证可查的。进化论是纯粹
的理论——是一种信条——一种信仰，却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尽管该理论的热衷
支持者们是将其作为有证可查的理论推向全世界的！

我找到了造物主，即神，存在的证据。我也找到了证据证明圣经一书事实上
是来自大智大慧的神之最重要也最基本的知识与教导的启示，没有它，人无法处
理自己的问题，抑制其魔性，或平和而幸福地生活在繁荣富裕的世间。人是造物
主最得意的作品。圣经是造主送给其所造之物的明确指示。

哪位上帝？

一位无神论者写信给我说：“我们的历史上宗教流派纷繁，各教派供奉的神
明各异。那么你指的神又是这些神明中的哪一位——你又如何得知他是存在的
呢？”

这个问题合情合理，也值得去回答！
是的，我的朋友，我信奉的神只有一位。
一些国家的神是人用木头，石头或其他材料刻画而成。一些教派和一些人所

信奉的神明是源自人类的想象和错误的推理。一些人崇拜太阳或大自然中其他无
生命的事物。这些神明都是被人创造出来的，其形式和姿势也都是人设计的，其
等级也在人之下。

但是造物主——那令一切存在之人，包括所有被误认为是神的存在——他创
造了一切事物，力量和能量；他创造了自然法则并力践行之；他创造了生命并赋
予他们智慧——他就是神！他是高于任何被称为“神”的神。他就是上帝。

创世就是神存在的明证！
但是在过去的二百年间，西方世界的反神论者之间弥散着一种精神疾病，即

恐惧上帝。它正是在二百年前倡导的“自然神论”和“理性论”口号之下产生的。
之后才为自己冠上“高等批判”的名头。该假学说又提出并使用了颇具吸引力的
名号，如“进步”，“发展”和“进化”。该理论令这世上的有智之士在一个知
识混沌的时代，于精神的黑洞中摸索无门。

没有创世者的创世？

进化论为无神论者解释了一种没有创世者的创世。
但是这种错误的“理性主义”却没能解释事物和生命的起源；而且如今越来

越多的地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都声称他们没能搞清生命是如何从无生命事物中进
化而来的，并从简单生命形式变为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物种，最后变为人。Lamarck
的“用进废退”理论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以及其他理论如今被弃之如
敝帚，而“物种突变论”只是解释了那些不易于生存的物种的存在。



上帝存在吗？

科学新知识的惊人之处

可能我们现在是将自己局限在事实上了！
那么，科学真正能够决定的又是什么呢？
上个世纪就放射现象的发现与研究表明不存在物质的过去永恒性！放射现象

被认为是一种分解过程。原子时代为我们对世界的探索开辟了新的领域。就在
1898 年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之后，我们发现，镭和其他我们知道的放射性元素
都在一刻不停地释放放射性射线。

物质是一直存在的吗？

那么请特别注意，如今公开的科学事实其意义为何：
铀是一种比镭更重的放射性物质。其原子量为 238.5。在铀的裂变过程中，

会释放三次原子量为 4 的氦原子，剩下的物质为镭，其原子量为 226.4。所以，
镭是铀在释放三个氦原子之后的产物。而镭的裂变仍在继续。其经过放射性裂变
后的最终产物为铅！当然，这一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经计算，镭的半衰期为
1590年——而铀的半衰期则更长。

我曾在 X射线实验室的暗房中亲眼见证了这一事实。当时，有一小块镭放在
空管一头的小镜子上，而我则在空管的另一头透过放大镜向里看。经放大后，我
看到了一片广袤的夜空，空中上千的流星从四面八方向我飞射而来。事实上，我
所看到的是镭放射出来，经放大后的细微颗粒。

因此可知，物质的过去永恒性是不存在的！

物质不存在的时期

现存的放射性元素还不足以存在足够长的时期，令其完成裂变过程并裂变为
铅。如果这些放射性元素一直存在，而且也不存在过去的限定起始时间的话，那
么它们的“寿命”就足够令它们完成裂变过程。于是所有的放射性元素会在很早
之前就裂变为铅了。因为这些元素只存在于一段有限的时间里，并且现世的铀，
镭，钍和其他放射性元素在许多年前都是不存在的，那么过去就应存在先于该有
限时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这些元素是不存在的！

科学已经能够证明物质并不是一直存在的。我们也知道了哪些特定元素在很
久以前是不存在的。那么就存在这些元素后来出现的时间。

进化论通常认为事物是在经历了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后逐渐出现的。你能想
象得到事物从无逐渐变为有吗！你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吗？

我认为不能。不能，我想如果你是理性的，那么你就会接受这一特别且必要
的瞬间创世之说。而此创世必然是由某位神者或某个人完成的。诸事必有因果。
那么要接受这一不争的事实，这一被科学发现证明的伟大要因存在的事实，你就
要接受创始者——神之存在和先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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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从何处来？

那么生命又是怎样的呢？
生命是如何出现的？科学也对生命有了一些认知。
古代的先贤们并不知道今天的科学为何物。因此现今证明生命仅源自生命，

每类物种各从其类（创世纪 1：25）。
Tyndall 和 Louis Pasteur 就细菌和单细胞动物领域的研究最终彻底证明

Redi在这些更为微小的领域通过更大的生物体首次作出的论证。
现代医学和外科学在治疗和预防传染病方面取得的一切进步都是立足于生

源论这一伟大事实基础之上的——即生命仅源于先在生命。
如今尚不能证明存在比这一观点更具确定性的科学事实。生命不是源自死物。

任何科学事实尚无法解释世上的生命并非起源于上帝——这一要因，这一一切生
命之源——的创世！那么根据科学所知——根据一切理性的推理——使得生命起
源于非生命物质——使有机物起源于无机物更需要真正的创世。

生命只源自生命

人们无法从理性上否认所信奉的上帝的存在，除非他能够解释生命的起源与
创世者，这一生命体，无关！科学和理性已经开始揭示出创世者是有生命的神
——他是一个生命体，也只有他能赐予一切生命以生命！

我可以进一步详细说明科学对能量，其来源，以及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并
证明“造物之工，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希伯来书 4：3），物质的创世已经
完成了，没有延续到现世！

下面，让我们来证明这一伟大的要因究竟是一位智者还是一位愚顽浅薄之人。

是否存在超出你意识范围的事？

看看你自己。你承认你的意识对知识的感知仅仅是通过你的五官实现的。
所以现在我问你，你了解任何超出你意识范围的事情吗？
看看横跨天空的星宿。注视这壮观的天宇，它有着太阳，星云和星系。
是的，它们是无生命的。它们没有意识，没有智慧。它们无法像你一样做你

做的事情——思考，推理，计划并根据自己的意愿与意志加以执行。
人的意识能够体验，思考，推理，计划并付诸实现。人能够发明并创造工具

用于了解浩瀚的宇宙或微小的颗粒。借助火箭和计算机，人能够将宇航员送往月
球并让他们安然无恙地回来。人能让河水倒流，让自然之力服务于人类。如今人
类掌握了释放原子能的方法，并能用如此强大的力量毁灭世上的一切生命。

但是人类仍然对一件事是无能为力的。他无法建造或创造任何超出他自己的
事物！

人能够利用现存的材料建造出一座房子。汽车可算作是有生物体，但制造它
的智慧与力量却远远超过于所制造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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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智慧

当你想到你所创造的或制造的物体在智慧和能力上高于你和你的意识的话，
这简直就是在侮辱你的智慧！

坦率地问你一句，你真的相信你是被一个在智慧上低于你的某种能力或力量
所制造的吗？

如果你不相信我所信仰的神，那么你惟有相信你是由智慧上比你低等的东西
制造的——它麻木空虚，愚蠢至极，却创造出了你的智慧！理性上唯一的可能性
是，人的意识证明了伟大的要因就是至高智慧，其能力远远高于凡人！

假定你就是创世者？

假定你能够将推理，安排，设计这些真正创造性的能力加诸在你的能力之上，
那么你就能够将你的意志设计并建造出来，将你所想到的付诸实现。那么，假定
你正在设计制造一个无限广袤的宇宙——有宏伟壮观的行星，太阳，星云和星系，
每个浩瀚星体的复杂性都和现在的宇宙一样。你可以在其中的一颗行星上面计划
制造一切形式的生命体——我不是说复制生命，因为那里还不存在可以让你复制
生命的宇宙体。可能世界中还有多个世界，以致我们用倍数最大的放大镜都无法
看到的最细微，最细小的粒子。

你认为你的意志能够胜任吗？
姑且停下来想想。
相信某种在智慧上低于人类的能力或力量可以设计并创造出我们所在的宇

宙奇观，这合理吗？
那造物的第一要因就是至高智慧和宇宙的建造者！

神奇的食物

但我还是要说，看看你自己吧！世人都是由某种特殊的物质元素组成的——
有机活性物质。这些生命元素必须通过食物，水和空气才能得到补给。

人无法利用他的创造性和科学实验设备制造食物！即，人无法将无机物变为
活性物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食物。但是某种力量，智慧或存在却在某个时刻通
过某种方式开启了这一过程——这一令人无法使用或实现的神奇过程。

正因如此，大地长出绿草，绿叶植物，其他植物，藤蔓和果树——每种植物
内部都有种子，每个种子都能再生出同类植物——这是极其美好的！

但是当在地上种下神奇的小麦种子的时候，从地上生长出来植物是人类智慧
所无法理解或模拟的，其根部从地里吸收的元素用于小麦种子的生命基因，并生
长出新的小麦。

在这一过程中，无机铁和其他元素溶解在地底，被根部吸收，长出新的小麦，
这些元素被转换为有机物质，相当于食物。

谷物，菜蔬，水果和食物都要经历与之相同的神奇过程。我们吃肉的时候，
相当于是在间接食用这些动物所吃的植物。

人类通过其夸耀的科学，其技术实验设备，和创造性能力都不具备制造小麦
或将无机物质变为活性食物的智慧和能力。那么认为没有智慧的力量和能力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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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出神奇的活性食物，这合理吗？难道不是比人更具有智慧的能力才能够进行
设计和创造并赋予人这些能力吗？

人的智慧相较于神的智慧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对比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那将奇迹变为现实，并使之持
续存在的神的智慧。

是神令小麦，这一完美的食物，生长于大地之上。但是，和神赐予人的其他
馈赠一样，人都没能衡量出大智大慧的神之无价创世的价值，却在使用神的创造
之时，对其歪曲，污蔑甚至亵渎！

而这可怜的无力反抗的小麦也无法幸免！人们把上百万蒲式耳的健康小麦放
入人类制造的磨粉机中。而聪明的人们将其分解，去掉 12种碱性反应矿物质元
素，并将其转换为人类可以食用的白面，包含酸性反应的碳水化合物——和毒性
漂白添加剂！

人就是用这种东西制造出白面包，饼干，炸面团，油酥，布丁，通心粉，意
大利面，肉汁等，面粉中通常混有“提纯”白糖和油脂或脂肪——这些混合物迟
早会毁掉人的胃！是的，糖在提纯器中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而且今天的市场上
所出售的供人类食用的全部食物都是在人类的工厂中制造出来的，这些食物的健
康成分在制造过程中被除去了，并转化成了慢性毒药！而且人们原本认为这些非
食用性食物是有益健康的，但是正是它们让人的身体产生一系列的疾病，而这些
疾病却是我们的祖先从未听说过的！

病因

结果：如今，人们因患有心脏病或癌症而英年早逝；很多人遭受着风湿病，
关节炎，糖尿病，肾病，贫血症，风寒，发烧，肺炎以及上百种病痛的困扰。我
们乖乖地按照牙刷和牙膏广告来刷牙，但是我们的牙齿情况还是一直在变糟，而
因为我们的饮食中缺少钙质和氟，我们的牙齿很早就开始脱落。

如今的美国人既营养不足又饮食过量。我们暴饮暴食，而身体的矿物质元素
和维他命却极度匮乏。这样看来，人类一点都不聪明！

神创造了这世界和这一切的植物，他告诫我们每七年要让土地放空一次。但
是过于贪婪的人们却违背了他的意旨。于是我们的土地变得荒芜，而这些天然美
食中的矿物质元素和维他命也变得越来越少，如胡萝卜，甜菜，和萝卜！而制药
厂却因为维他命药丸紧俏而一夜暴富！

那么谁的智慧更高一筹——是那给生命注入其所需的神还是那贪婪易骗又
不相信上帝的人类？他们为了创造更大的利润并使自己更为富有而抢夺神为我
们创造的并赐予我们的食物，而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健康和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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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钟表匠”

我需要一块能显示准确时间的钟表。只有铁路表符合这一要求。我曾有过一
块——一块制作非常精良的铁路表，镶有 23块宝石。

但是它的时间却不准。如果我想让它精确到秒，那么我每周都要给它调准一
两秒，而且要调上一两次。我所参照的是我所在城市或西联的任何一座城市的主
时钟。但是就算是主时钟也是不准的。每周都要根据国家的主时钟或华盛顿海军
气象天文台的报告给它调准一两秒，也要调上一两次。在海军气象天文台的时钟
是美国的主时钟。但是就连美国的主时钟也是不准的。也要按时给它调准。

是的，天文学家参照的是宇宙的主时钟——在那深邃的太空！太空中的宇宙
主时钟永远都是准确的，不会出现一秒钟的失误——天体横跨太空！

现在，先生——我怀疑一切的朋友！如果我给你看我那制造精良，镶有 23
颗宝石的铁路表，并告诉你它不是工厂制造的——事实上，它并不是任何钟表匠
设计并组装起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即铁矿石自己从地下采出，自己
打磨成型，成为精致的齿牙，齿轮和其他零件；硅也是自己从地下采出，并将自
己变为水晶玻璃；黄金也是自己提纯，自己打磨成型；齿牙，齿轮和其他部件自
动拼装并咬合，自动走字并保证准确报时——那么，如果我告诉你存在这样的事
情的话，你准会认为我是个疯子或傻子，不是吗？

当然！你知道钟表的存在证明钟表匠存在的合理性，是钟表匠在头脑中生成
钟表的形象，设计成型后，将之拼接起来并令其运行。

宇宙的主时钟

但是，你，无神论者——请你抬起头看看苍穹中的宇宙主时钟，它没有一秒
钟的失误——我们就是根据这一完美的时钟来调准一切人造的不完美的时钟的
——那么你来告诉我，“这一切是自然而然出现的！不存在伟大的钟表匠！不存
在思考设计并制造出这浩瀚宇宙的伟大的意识，令众星各处其位，令无数天体按
照预设好的轨道横跨太空，其精确性令人汗颜。不，这一切都是自动生成，自动
组合，并自动运行。不存在智慧——不存在设计——不存在创世——不存在神！”

你会这样对我说吗？
如果你会，我会告诉你，我鄙视你的智慧。而我所信奉的神会告诉你，“愚

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诗篇 14：1；53：1）。
如果你能看到自己，看到大自然，植物和动物生命中的一切物质是如何被智

慧地设计创造出来的——除了那些愚蠢，盲目的无神论者对神之完美创世的玷污
——而后你还要怀疑万能的，大智大慧的创世之神的存在的话，我也会对你的理
性推论过程或你对真理探究的热诚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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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上帝存在的七大证据

这是史上最重要的十年！如何回答“上帝存在吗？”这一问题是如此紧迫，
且刻不容缓。无神论者和进化论者猜测上帝是不存在的！信教者，一些基督徒们
则猜测他是存在的！现在是打破猜测，让你看到证据的时候了！

Garner Ted Armstrong著

相较于共产主义，人们如今对一种假想更为趋之若鹜。它支配着他们的意志，
让他们在蒙蔽与哄骗中成为它名副其实的俘虏。它就是“无神”观。

Julian Huxley先生是一位著名进化论者的嫡孙，他曾写道：“在思维进化
模式的过程中，对于超自然生物的依赖已不再占有一席之地了。世界不是创造的，
而是进化的。居于其中的动物和植物亦然，包括人类自己，我们的思想，灵魂，
大脑以及身体。”

真的“不再需要相信神”了吗？圣经真的就只是一部犹太人的神话集吗？
或者是对大智大慧的创世者的生动描述吗？

这些问题需要答案。你的生命，你所爱之人的生命，以及这个世界的未来悬
而未决。

证据一

“基督徒们”有必要惧怕教科书吗？圣经和科学就真的格格不入吗？如今
的科学发现难道就让这些基督徒们的信仰在其所处的“文明时代”面前无可奈
何吗？

神之存在的第一证据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变化多样，又纵横交错，这本小
册子无法详述，只能流于表面。尽管如此，为证明这一证据的存在，最简明的方
式就是引用大学教材中诋毁圣经的一段话。其作者在前言中给出了世界起源的各
种解释：

“我们的星系只是宇宙的一小部分，却可能存在了几百万年。”
“但是在试图解释太阳和其九大行星是如何又是何时出现方面还是取得了

一些进展。”对太阳系的研究所得至少为我们研究宇宙中对我们最为重要的地球
的起源提供了线索。

“如今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解释称作动力碰撞假说，它是由芝加哥大学的
T.C.Chamberlain 和 F.R.Moulton 于 1900 年提出的。简言之，它认为我们的太
阳系是在太阳受到另一巨星逼近的时候形成的。后者因受到引力定律的影响，带
走了太阳上大量的燃烧气体。这些气体在离开太阳后逐渐冷却并凝结成行星核。
这些行星核继续围着太阳转，在太阳引力的作用下形成了自己的运行轨道。

“地球是逐渐进化成为其现在的状态的”（Wallbank和 Taylor，《过去和现
在的文明》，第一册，第 31页）。

尽管该观点在某些方面已经过时了，但是我将其整篇摘录下来是有特殊原因
的。

让我们来重温一下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些文字，并仔细分析其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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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与事实论证

请注意你刚读到的引文中的粗体字。文章开头提到了诸如“可能，取得了一
些进展，试图解释，至少是一些线索，普遍接受的解释，假说，和认为”等词。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词汇！此处多次提到的“试图”解释，取得“一些进展”，
至少是一些“线索”，以及“假说”“认为”——这些词的意思是“我们猜想”。

这本书在遣词酌句之后，以一系列“可能”和“假定”开头，又煞有介事地
讨论起过去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让我们直面这能够证明上帝存在的第一要
证。

作者在开篇试图解释，猜想并承认太阳系的存在，“太阳”，另一个“巨星”，
“万有引力定律的作用”，大量“燃烧气体”，并承认这些气体“逐渐冷却下
来”。

他们还提到这些气体是如何在“结晶”后继续“围绕太阳运转，在太阳引力
的作用下形成了自己的运行轨道”。

这是多么神奇的体系！整个宇宙——作为无穷无限又充满想象的广袤空间存
在着。太阳系，太阳，和某种永恒定律的作用都是存在的。根据我们现有太阳系
的形成来看，巨型天体之间可能会发生碰撞。

必须承认定律的存在

想想吧！这无数关于天体发热，发光，能量，运行，和自转的法则，引力法
则,压力均衡法则,即确定拥有运行轨道的天体都必须为近圆形,以及其他数不胜
数的法则——都是存在的。

那么让我们再回到问题的源头。世上的一切起源于何处？我们是否要去解释
现今太阳系的存在？当然不是。科学家和天文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太阳系只是
广袤的银河系中无数星系的其中之一。尽管我们的银河系也只是无数星系中的一
员，只是这穹宇的一小部分。天文学家让我们确信，我们的地球只是二级星系中
的三级行星，迷失在这无垠的太空。

你是不是开始懂了？一颗星是在何种定律的制约下靠近另一颗星的？热能
是在何种定律的影响下变冷的？“引力”又是在何种定律下产生的？“万有引
力定律”又是在何种定律的作用下发挥效用的？

是的，就是这样。在对这些占主导地位的假说进行细致剖析的过程中，你会
发现作者们都是以遵循一定定律的宇宙为大前提展开论述的。

物质，力量，能量定律是否进化？

进化论试图解释地球起源——人类的起源。无神论者们认为起源与创世者无
关——是非智能的！

但是他们的论述又是从何处开始的呢？他们并没有解释在不存在创世者的
前提下，物质是如何产生的！没有解释定律是如何存在的——是什么令它们发挥
作用的。也没有解释物质，力量，能量，引力定律和惯性定律在没有创世者的前
提下是如何出现的。

在解释起源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解释物质，力量，能量，引力，惯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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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定律的起源，乃至生命的起源。
但是进化论者们却是以已被创造出的和已存在的事物为前提展开论述的。因

此，进化论者们事实上是承认创世的，并且是以此为前提展开论述的！他们被迫
承认创世者的预先存在——因为他们的理论和释义是建立在创世者创世的基础
之上的！他们是以已被创造出的和已有的物质和定律为前提的！

这种永恒不变的，看不见却又一直发挥效用的定律的存在就意味着一位伟大
的立法者的存在。

“设立律法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雅各书 4：12)。
这位立法者就是神！

证据二

在给出这令人惊叹却又不可否认的证据之前，我们首先要用简单的词语来解
释“进化”一词。当然，有许多进程都叫做“进化”。

音乐从简单演变为复杂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进化”过程，这和技
术发明的进化是一致的。这一事实可能导致许多人认为这种演变过程也适用于有
机的，活性物质。

下面这种观点就是这样认为的：
“进化是指原始物质从简单的，无机环境演变为宇宙的复杂结构；宜居星球

上的有机生命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通过逐渐的演变过程，衍生为各种形式的生命体，
构成了动物和植物王国”（Richard Swann Lull，《有机进化》 ，第 6页）。

关于有机生命起源的进化理论——是建立在生命形式已然存在的基础之上
的。它并没有解释，从未曾解释过，也根本不可能解释生命是如何出现的。

进化理论（“理论”一词的意思是“我们认为”）简单地认为如今我们所知
的一切生命形式，包括人类在内，都是从最简单的生命形式进化为复杂的，互相
依存的物种，正如我们今天的样子，每个物种都依照自己的形式进行繁衍。

进化论假定生命的进化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受到“居住环境影响”，使
得生命向复杂化演变，正如我们今天的样子。

在此，所有进化论观点在本质上是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的！
进化论者，遗传学家，生物学家，以及任何领域的科学家们至今都没能证明

或找到哪怕一点点的证据证明无生命的物质能够转变为有生命的物质。
当然，实验室中的“死亡细胞”在某种化学混合物的作用下，也是能够复活

的。而科学家们又做了其他实验，试图尽力制造出有机混合物，氨基酸。但是这
与“有机体的自然生长”不可同日而语。

生死之别

生与死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非生命物质和生命物质之间的差别
也是巨大的，不可克服的，甚至是深不可测的，这也是为什么进化论者们只能凭
借“猜想”得出这些模棱两可的理论，论述生命的出现“可能”是一种偶然！是
不受到大智大慧的创世者的影响的！

尽管如此，世上是存在一种绝对的，显而易见的科学定律的，该定律证明了
赐予生命的神的存在。

这就是生源论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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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指的是生命！“源”指的是开始。该定律是关于生命起源的。该定律
简单地陈述了生命只能源于生命的绝对定律。即非生命物质是不可能成为，产生
或生成有生命物质的。

生源论定律是科学上目前已知的最容易被证明的定律。
生命的存在意味着生命之源的存在！
上帝满怀信心地说道，“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 2：7）。
万能的神本身就是生命，他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之前的生命，他将生命赐予第

一个人，并将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本植入人类，动物和一切植物中，让他们能够按
照特定的法则繁衍。神就是伟大的生命之源！

证据三

这些能够证明万能的神存在的惊人证据之间是“互相重叠的”。
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证据之间是互相联系的。证明上帝存在的第三大证

据可由证据一中引用的那段话加以说明。
你会发现进化论者在试图证实其理论的过程中，总是以秩序井然的宇宙和物

质的存在为前提的。请注意这所谓的进化论是以物质，定律和“简单”生命的存
在为前提的。

物质是什么？物质占据一定空间并具有一定重量。物质并非必须是可见的，
因为某些气体乃至我们呼吸的空气也被归为“物质”。

科学家们直到今天才开始探讨“物质守恒”定律。尽管如此，科学家们在核
物理所取得的科学发现以及居里夫人对镭所做的实验发现的前提下，发现物质具
有某种特定的裂变性质。

铀的裂变是一种科学事实！铀（U238）在经过了许多个中间阶段后，逐渐衰
变为铅（Pb216）。正如你所熟知的，铀是放射性物质，其放射过程会释放能量。

这一逐渐的过程经过了无限多年，该放射性物质裂变为铅。如今已经无法证
明新的铀元素的存在！

因此科学已证明物质的过去永恒性是不存在的！
物质一定是在某个时刻出现的。它也是在某个时刻被创造出来的。
创世，即事物的出现，绝对需要一位创世者。被制造的事物是需要一位制造

者的。被生产出的事物是需要一位生产者的。
因此，第三大证据就是创世需要一位伟大的创世者。

证据四

被称作是世上第一人的神曾说过，“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
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
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创世纪 1：24-25）。

科学家们试图通过“对比胚胎学”，选择性繁殖，基因和生物学其他方面的
研究来证明进化论模式的成立。

但是，他们对这一博大学科的研究相对肤浅，而且研究的领域也不够普遍，
这就足以证明一种绝对永恒的定律是存在的，该定律是禁止一种物种突变为另一
种物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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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而非种类

狗有上百个不同的品种，有小型狗，如墨西哥奇瓦瓦，也有大型狗，如圣伯
纳或大丹犬，他们都属于狗这一种类！它们不是猫，不是马，也不能证明它们在
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后，变为了另一种类的动物。它们都属于同一个种类。

对比胚胎学试图指出鱼，蝌蚪和人类的胚胎在最初阶段是相似的。这是绝对
正确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进化的存在，这是上帝存在的有力证明。科学家们
在最开始就已经否认了鱼的胚胎会变为蝌蚪，人或其他绝非鱼类的任何一种生物。

科学家们试图通过“选择性繁殖”和对变异的研究来证明进化论的存在。
但这些并不能证明进化论是正确的！他们所证明的是绝对永恒的定律的存在，

是这些定律在掌控着一切动物和植物生命的繁衍，而且这些定律在特定的，有限
的范围之内，是不可逾越的，也是不可违背的。

尽管我们今天能够对一个种类繁衍并栽培出新的品种，但是它们仍然属于同
一个种类，而不是新的生命形式。

在田地里耕种的农民们，他们种玉米，小麦或其他的谷物，他们比较了解选
择性繁衍的存在。

科学家们在实验室研究田鼠和其他动物的过程中，能够根据杂交动物的颜色
和各种特征，整理出基因和染色体在其身体里发生反应的特定模式。

他们能准确说出该幼子的生长形式。这同样证明了大智大慧又万能的神的存
在，是他制定了这些法则，也是他在维护这些法则的永恒性。神说过让世上之物
“各从其类”，也是他自始至终都在执行并维护着这些法则，这就是证明神存在
的第四大证据。

在分析猩猩，黑猩猩，猿，大猩猩和人类骨骼的过程中，进化论者认为其中
存在一种特定的模式，能够证明一切物种都来自同一个祖先。

这绝对是一种谬误！而且，这也是证明神之存在的又一力证。它并不能证明
进化过程的存在，但是如果人类愿意直面事实的话，它能证明设计的相似性。它
证明同一位“造物主”的计划与设计是有相同性的。它证明功能的相似性，而非
一个物种进化为另一个物种。

这不只证明了立法者的存在，还证明了伟大的支持者的存在。
这些法则一直在起作用。这是为何？是由支持者，即神控制的！

证据五

看看你自己。你活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
这是一个伟大的设计。
落日是美的。沙漠，山峦，大海或地表上的任何一个位置的景色都是美的，

除非这一景色被人为破坏了。一切都是和谐的。
如你所知，生命和其他生命形式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任何生命的生死都是彼

此联系的。
进化论者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一种最先“进化”，是花还是蜜蜂？蜜蜂如

果不与花和花粉，这些生命之源相互联系，那么它的进化过程是否会变得比较缓
慢，要经过几千年，几百万年，或几十亿年？

花和花树如果不与延续其生命的小蜜蜂相互联系，那么他们的进化过程是否
也会变得缓慢，要经历几百万年或几十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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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回答的问题

这些问题对于进化论者来说都是悬而未决又无法回答的问题！还是那个问题，
“哪个物种最先出现，是鸡还是蛋？”这个问题是进化论者所轻视的问题。为什
么？很简单，因为他们无法解答。

从他们的角度，他们只能通过嘲讽和讥笑来掩饰他们无法回答这一问题的尴
尬。

一切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宇宙的最伟大的设计——表明是一位
创世者，一位伟大的造物者，和伟大的设计师使得这一切生命形式符合他创世蓝
图的整体框架。

生命的生死是彼此联系的。每种生命，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当它死去的时
候，都为其后来的其他生命形式提供了土壤。让我们来观察一片森林。一颗树的
生长到最后的死去并倾倒，它只是变成了未开垦的林地，为新生的小树提供生命
元素的供给。

你生活在这一伟大的宇宙，和这一错综复杂的地球之上，这是一个伟大的设
计。这个世界的设计是如此复杂，让我们从最细微之处开始我们的研究。

矿物质的解理，鸟或苍蝇的翅膀，落日的唯美，石英晶体的面，尤其是令人
惊叹的大师之作，人体，这一切都证明了，对于如此复杂的设计，只有永恒的设
计师才能为之。

宇宙的设计证明了设计师的存在！
如果你对大自然的设计感兴趣，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会将免费的全彩色手

册《鸟的理论》，《鲸鱼的童话》和《进化论之鱼的故事》寄给你。你会着迷于这
些手册中的全彩色照片和生动的事实。

证据六

证明万能的神之存在的第六大证据可能是所有证据中最令人震惊的。
圣经中的三分之一都是关于预言的；而那三分之一的大多篇幅都是与我们现

今的事情有关，而且已经有许多的预言应验，还有一些正在应验。
神在几千年前就曾派他的先知们来到巴比伦，以格伦，阿什杜德，亚实基伦

和西顿这些城市。这些先知们——这些单纯的人类身上带着一则信息——他们预
言了将要降临到这些古城的事情。

而且这一切的事情，他们所预言的每件事，和事情发生的准确时间都无一例
外地应验了！

神能预知未来并传递这一信息就证明了他的存在！

证据七

这一最后的证据可能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是最伟大的证据。这一证据就是
灵验的祷告。

因为怀疑论者，无神论者和抱怀疑态度的人从来不祷告，所以也不存在灵验
的祷告，他们就会继续怀疑下去。

现在拿 George Mueller为例。
George Mueller 已经去世了，但他是位信教的伟人。他在英格兰的不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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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建了五座孤儿院和其他慈善机构。他最开始和信教的人一样，只拥有一份渺
小的工作，没有经济支持，除了双膝跪地向上帝祈祷之外，他没有任何形式的支
助。

George Mueller 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上奋斗了将近七十年，将它变为一所大
型学院，收留千人。上千孤儿的衣食所需，居住和上学费用都来自——向主的祈
祷。

他一共获得了一百四十多万英镑——相当于七百万美元——这是对他祈祷
的回报！

真正灵验的祈祷并不是“专注”的结果使得事情达成。如今许多人认为祈祷
只是“积极的思考”或心理调整的结果。

这是完全错误的！
真正灵验的祈祷是来自万能的神的一种直接而完整的，不可思议的超自然介

入！是符合神律的结果，按照他的意志祈祷，并完全相信他，直到获得回报。
证明万能的神之存在的七大证据只是该主题的开始。它们不过是证据罢了。

是该让人们摆脱猜测的时候了——是让他们开始真正证明一切事情的时候了。
是你该和约伯对话的时候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约伯记 19：25）。
而且，最终，对于那些不友好的，持有偏见的怀疑论者们，那些在证据面前

仍然固执地拒绝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事物的人们——如果他们能读到这里（我表
示怀疑）——我说，正如重复出现的以西结预言一样，如今的我们是能够见到活
着的基督的一代人——如救主所言——他会以创世之神全部的，至高无上的法力
和荣耀回到世间，那时，他们就会知道，他就是神！

正如他所说的“我必显为大……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 38：
23）。


